
编辑 王芳 版式 朱琳萍 校对 曹奕2023年3月17日 星期五第一升学 大学· 本版电话：8806626714

■秦希云 王自晔 图文报道

本报讯 3 月 8 日，常州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
院“暖爱传承”志愿小分队的
同学们再次走进蓝精灵儿童
康复中心，开展“‘浇’个朋友
暖爱传承”植树节主题志愿活
动，与孩子们一起感受春意，
触摸自然。

志愿者们拿出自己手绘
的植物生长插画，向孩子们介
绍“植树节”的来历、种子的成
长历程以及爱护小树苗的常
识。并通过游戏的方式，教导
孩子们如何给植物浇水。最
后志愿者们还给每位孩子送

上了一盆亲手挑选的绿植。
机 械 工 程 学 院“ 暖 爱 传

承”志愿小分队的志愿者都是
由接受国家资助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组成。他们组成志
愿小分队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去回馈社会，把爱心传递下
去！

常州机电学院志愿者在行动

“浇”个朋友 暖爱传承

■刘会平 张理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第
二十届运动会高校部竞赛工
作总结表彰会在南京举行，集
中展示了全省高校阳光体育
运动和课余训练工作成果。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本
届运动会高校部竞赛中取得
龙舟、棒垒球等团体项目和网
球、跆拳道等多个单项项目冠
军的优异成绩，获得“优秀组
织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代
表团”两项集体荣誉奖。

近年来，常州工程学院不
断全面提高体育工作水平，以
系统观念科学把握当代中国
体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加快推
动体育改革创新发展，促进青
少年健康成长，大力弘扬中华
体育精神。通过校园阳光体
育系列赛、体育竞赛、运动会
等各项活动，将体育锻炼内化
为学生的自觉行为，积极引导
青年学生感受体育运动的乐
趣，在体育锻炼中逐步树立规
则意识，强化团队精神，培养
拼搏精神，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获省运会竞赛工作表彰

■郭占涛 尤佳

本 报 讯 为 期 一 个 月 的
2023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已结束，刘国钧高职校共
有93位师生参加27个项目竞
赛，有 20 位教师参加 15 项教
师组竞赛，共获 10 个一等奖，
22 个二等奖，15 个三等奖。
其中高职组取得 2 金 6 银 3
铜，成绩显著提高；中职组艺
术设计项目获省赛首金，取得
历史性突破。

截至目前，学校有 24 名
学生、16 位教师正在积极备
战 10 个 项 目 国 赛 选 拔 。 此
外，学校还承担“网络布线、
网络搭建与应用、化工生产

技术、汽车营销”4 项国赛集
训任务，来自全省 14 所学校
72 位师生参加集训。学校针
对不同赛项，妥善安排参训
师生生活，科学组织训练与
选拔，保障师生安全，提供周
到的后勤服务。

技能大赛是提升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质量、检验教学成
果、引领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
抓手。刘高职相关负责人表
示，学校将紧紧抓住国赛集训
机遇，深入钻研大赛方案，把
竞赛内容转化为教学资源，研
究合乎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
律的培养模式，加速推进“岗
课赛证”教学改革，进一步服
务好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社
会发展。

刘高职40名师生
全力备战国赛选拔

■记者 王芳 通讯员 张询
陆成龙 黄宁 李颖 图文报道

“即将毕业，未来何去何
从？”2023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
计达到 1158 万人，在这样的背
景下，毕业生如何找到合适的
工作？对于未来的职业选择，
本期，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的两名学子，一名是 2023 应届
毕 业 生 ，一 名 是 2022 届 毕 业
生，追寻自己的内心，从个人特
长与爱好出发，在常州分别找
到了自己心仪的岗位。

在日复一日的勤学
苦练中精进技术

王凡：常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智能控制学院工业机器人
专业 2023 届毕业生，现就职于
中科摩通（常州）智能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王凡入学常
州工业学院，选择了智能控制
学院的工业机器人专业。大一
的职业生涯规划课，帮助王凡
了解了自己的性格、兴趣爱好、
职业观和价值观，也使他更加
明确了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大二时，各种专业技能课、实训
课帮王凡树立了信心，增强了
就业本领。在这里，他接触到
先进的仪器设备，遇到了很多
良师益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临近实习时，辅导员老师

带来的消息，成了王凡的意外
惊喜。学校组织新能源企业专
场招聘会，辅导员老师给学生
介绍了很多新能源企业，其中
包括中科摩通（常州）智能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王凡上网搜了
一下，觉得公司发展前景很符
合自己的就业诉求。对于企
业，他还有一些疑问。经过辅
导员老师和专业老师的介绍和
分析后，他果断报名并递交了
求职简历。“我很感激老师给了
我专业的意见，让我找准了自
己的职业定位。”

来到企业实习。企业为王
凡等实习生安排了专门的指导
师傅，负责生产过程中的技术
指导和管理。王凡为了不遗忘
每个步骤和细节，每次师傅来
操作时，他就拿手机全程拍摄
下来，方便日后练习。每次实
操，遇到问题后他都寻求当场
解决，不能解决就记录下来反
馈给师傅，寻求帮助。“每个人
提高技术水平的途径不一样。
我提升的渠道主要靠师傅的言
传身教和自己上网检索。”

在 日 复 一 日 的 勤 学 苦 练
中，王凡的技术日益精进。如
今逐渐适应了高标准的生产
环境，性格也变得更加稳重成
熟。

不再将升学当作毕
业后唯一的出路

郎敏：常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旅游管理专业2022 届毕业
生，中共预备党员，江苏大学生
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志愿
者。现就职于常州市钟楼区五
星街道。

郎敏一直是班级里学习的
排头兵，在校期间多次荣获校
奖学金、学习先进个人。她的
目标是好好学习考上本科。大
二开学时，郎敏参加了迎新志
愿服务活动，为新生入学提供
服务。在迎接新生的3天里，她
体会到了帮助他人的快乐。新
冠疫情期间，郎敏报名参加了
常州团市委“战疫有我 青春常
在”的公益活动，线上辅导因疫
情封闭在家的小学生的学业，
她的悉心指导获得了学生和家
长的一致好评。多次的志愿服
务活动，让郎敏快速成长，心智
也越来越成熟，慢慢地，她不再
将升学当作自己毕业后的唯一
出路，她期望毕业后能继续参
与志愿服务，加入到公益事业
中，为更多人提供服务。

毕业那年，得知共青团江
苏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
划，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到基层
助力乡村振兴，郎敏毫不犹豫
报名参加了校地合作的“三支
一扶”项目。凭借志愿服务的
经历，她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
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一名普
通的基层工作者。从入职的那
天起，郎敏就表示：“基层工作
繁琐且复杂，加班是常事。但
是，能为居民提供服务，能帮助
更多的人，我很满足。”去年 8
月，江苏迎来了史上难遇的酷
暑天气，此时正值常州市文明
典范城市国检，郎敏每天又多
了一项工作——上街宣传和督
导文明行为，40多度的高温，她
穿着红色马甲挨家挨户宣传，
热得大汗淋漓，连水也来不及
喝一口。

又逢毕业季，郎敏想提醒
在校的学弟学妹，大学时期的
学生工作经历、志愿服务活动、
大学生社会实践等活动，都是
锻炼自己、使自己快速成长的
捷径，这些工作经历对基层工
作很有帮助。

常州工业学院两名学子，一名应届毕业生、一名2022届毕业生——

青春留常，逐梦前行

■邓晶 蒋珂佳

本报讯 3 月 8 日，常州纺
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笃
行雷锋精神 争做时代先锋”梦
想公开课暨大学生强国有我

“笃行计划”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介绍了大学生

强国有我“笃行计划”实施方
案，以校训的“笃行”为指引，选
拔 一 批 志 愿 者 骨 干 ，通 过

“12345”笃行学子培养模式，鼓
励学生在“行”中“思”、“思”后

“行”，让青年学生在实践中接
受教育。

梦想公开课上，常州市岗位
学雷锋标兵机电学院宋黎菁，以

“青年学生要忠党爱国，立足专
业，把‘钉钉子精神’融入身边每
一件小事”为主题，和同学们分
享他对雷锋精神的见解。

副院长张震宇对全校志愿
者提出希望：要在思想上让雷

锋精神“立起来”，坚定内心之
美、坚守正义之气、笃行善良之
举；要在行动上让雷锋精神“活
起来”，自觉弘扬雷锋精神，始
终坚持一流的工作、学习标准，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要在形式
上让雷锋精神“火起来”，注重
打造品牌“亮度”、注重提升活
动“热度”、注重体现工作“力
度”，推动学校大学生志愿服务
工作项目化、常态化、长效化运
作。

常州纺院

大学生强国有我“笃行计划”启动

大 学 生 就 业 记


